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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ETF 和 300ETF 先涨后跌

认沽期权先抑后扬

2020/09/03

周四沪深股市主要股指下跌，上证指数跌破 3400整数关口。50ETF和 300ETF

先涨后跌，认购期权先扬后抑。认沽期权先抑后扬。继续关注国内外消息面，

留意可能对市场带来的影响。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仪式，该新闻指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9月 3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向

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同各界代表一

起出席仪式。（详细全文请参阅共产党员网的相关链接，共产党员网的网址：

www.12371.cn）

据来自新华网的新闻——中国驻美使馆敦促美方撤销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

设限决定，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华盛顿 9月 2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2日发表

声明，反对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再次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无端设限、人为

制造障碍，敦促美方撤销有关决定，为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提

供支持和便利。声明说，美方这一做法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

纳领事关系公约》的粗暴践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此举也与美方自我标榜的

开放自由的理念背道而驰。中方一贯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领事人

员依法在华开展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便利。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

关决定，为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和便利。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2日说，将对驻美中国外交官的活动加以限制，内容包括中国驻美资深

外交官访问美国大学及与地方官员会面需经美方批准，中国驻美使领馆在馆舍

外举办超过 50人规模的文化活动须经美方批准等。（详细全文请参阅新华网的

相关链接，新华网的网址：www.xinhuanet.com）

据来自新华网的新闻——《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思政课是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北京 8月 31日电 9

月 1日出版的第 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文

章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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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

本问题。办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

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考虑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伴随着疫情的持续，死亡人数变

化，保守性的投资思维估计会占上风，投资者如果基于回避股票市场下跌的风

险，准备运用 ETF 期权的避险功能，则可以考虑是否运用实值认沽期权进行避险，

进行期权避险交易前提是提前确定该策略面临的最大风险及相应的风险管理举

措。

华夏上证 50ETF（510050）收于 3.387，下跌 0.008，跌幅 0.24%。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收于 4.884，下跌 0.020，跌幅 0.41%。
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收于 4.968，下跌 0.019，跌幅 0.38%。
上证 50指数（000016）收于 3334.41，下跌 12.89，跌幅 0.39%。
沪深 300指数（000300）收于 4817.10，下跌 26.79，跌幅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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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上证 50ETF篇】

一、上证 50ETF 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分钟图来看，50ETF震荡行情仍在延续，留意消息面的影响。

图表 1：上证 50ETF60分钟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的日 K线图显示 50ETF仍围绕 3.400一线波动，重视 20日均线参考价值。

图表 2：上证 50ETF日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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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周 K线图显示 50ETF本周先涨后跌，震荡回调，继续留意消息面。
图表 3：上证 50ETF周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提供的上证 50ETF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4：上证 50ETF期权-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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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的上证 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期限结构图可供参考。
图表 5：上证 50ETF期权-隐含波动率期限结构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二、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上证 50ETF期权成交量方面，单日成交 1648604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4.90%。
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今日为 0.73，上一交易日为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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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期权走势分析及策略

50ETF收于 3.387，下跌 0.008，跌幅为 0.24%。
图表 6：上证 50ETF期权 9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03） 庚子年 甲申月 己酉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月平值标准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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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7：9月平值认购期权“50ETF购 9月 34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购 9月 3400”震荡收低，隐含波动率高开低收。
图表 8：9月平值认沽期权“50ETF沽 9月 34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沽 9月 3400”震荡微升，隐含波动率震荡。
9月平值认购期权标准合约“50ETF购 9月 3400”隐含波动率为 23.65%。
9月平值认沽期权标准合约“50ETF沽 9月 3400”隐含波动率为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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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期权篇】

一、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510300延续震荡格局，留意消息面的可能影响。

图表 9：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60分钟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510300 震荡行情延续，短期均线继续转好。

图表 10：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日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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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510300本周初先涨后跌，中期均线组合继续走好。

图表 11：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周 K 线图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以下提供的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12：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期权-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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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期权成交持仓情况

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510300）期权单日成交 1854047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2.12%。期权成交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今日为 0.74，上一交易日为 0.74。

三、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期权走势分析

华泰柏瑞沪深 ETF（510300）收于 4.884，下跌 0.020，跌幅为 0.41%。
图表 13：华泰柏瑞沪深 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03）庚子年甲申月己酉日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 月平值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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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4：9 月认购期权“300ETF（510300）购 9 月 49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300ETF（510300）购 9 月 4900”震荡收低，隐含波动率回升。

图表 15：9 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9 月 49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300ETF（510300）沽 9 月 4900”震荡收高，隐含波动率收低。
9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510300）购 9 月 4900”隐含波动率为 23.04%；
9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510300）沽 9 月 4900”隐含波动率为 2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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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实沪深沪深 300ETF 期权篇】

一、本周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走势分析

从下面的 60 分钟图来看，159919震荡延续，留意 5.000整数关口附近变化。

图表 16：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60分钟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从下面的日 K 线图来看，159919 今日冲高受阻，区间震荡行情仍在延续。

图表 17：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日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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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下的周 K 线图看，159919本周初高开震荡，重视消息面的可能影响。

图表 18：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周 K线图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

以下提供的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历史波动率图可供参考。
图表 19：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历史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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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期权成交情况

嘉实沪深 300ETF期权单日成交 253101 张，较上一交易日减少 5.17%，期权成交

量认沽认购比（PC Ratio）今日为 0.71，上一个交易日为 0.92。

三、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走势分析

嘉实沪深 300ETF（159919）收于 4.968，下跌 0.019，跌幅 0.38%。
图表 20：嘉实沪深 300ETF 期权 9 月合约价格变化表（2020/09/03）庚子年甲申月己酉日

资料来源：wind 金融终端（红框标注的合约为 9月平值期权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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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1：9 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 月 50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购期权“300ETF（159919）购 9 月 5000”震荡收低，隐含波动率收高。

图表 22：9 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5000”近两日的日内走势及隐含波动率

资料来源：wind金融终端

9月认沽期权“300ETF（159919）沽 9 月 5000”震荡回升，隐含波动率震荡。
9 月平值认购期权合约“300ETF（159919）购 9 月 5000”隐含波动率为 23.44%；
9月平值认沽期权合约“300ETF（159919）沽 9 月 5000”隐含波动率为 2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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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权策略及期权资料篇】

沪深主要股指下跌。

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 0.58%报 3384.98点；深证成指下跌 0.83%报 13772.37

点；创业板指数下跌 0.90%报 2746.95。

【期权策略运用】

据来自共产党员网的新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向抗战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
乐际韩正王岐山出席仪式，该新闻指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9 月 3 日上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向抗战
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
式。北京西郊卢沟桥畔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雄伟庄严。纪念馆前
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格外醒目。纪念馆正
门上方悬挂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横幅。
大门两侧，威武的三军仪仗兵持枪伫立。9 时 57分，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这里。习近平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前的平台上肃立。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抗战将领亲属代表、抗战
烈士遗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遗属代表，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面向纪念馆肃立。中共中央、全国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抗战老战士老同志、首都各界群众分
别敬献的 7个花篮一字排开，摆放在纪念馆前平台上。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10 时整，向抗战烈士敬献
花篮仪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
们新的长城……”激昂的旋律响彻卢沟桥畔，再次将人们的记忆带回中华儿女同
仇敌忾、共赴国难的烽火岁月，重温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英勇抗战的伟大精神。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默哀毕，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4 名礼兵抬起 7 个花篮，缓缓走进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序厅，将花篮摆放在象征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
前。习近平等缓步登上台阶，走进纪念馆序厅，在花篮前驻足凝视。火红挺拔的
花烛、缤纷绽放的兰花、芬芳吐蕊的百合，寄托着对抗战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
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上的缎带。随后，其他领导同志和各界代
表依次进入纪念馆序厅献花。蔡奇主持仪式。丁薛祥、许其亮、张又侠、陈希、
黄坤明、张春贤、肖捷、马飚，以及李作成、苗华、张升民出席仪式。中央党政
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
人士代表等参加仪式。（详细全文请参阅共产党网的相关链接，共产党员网的网
址：www.1237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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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来自新华网的新闻——中国驻美使馆敦促美方撤销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
设限决定，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华盛顿 9月 2 日电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2 日发表
声明，反对美方以所谓对等为由再次对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无端设限、人为制
造障碍，敦促美方撤销有关决定，为中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支
持和便利。声明说，美方这一做法是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的粗暴践踏，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此举也与美方自我标榜的开放自由
的理念背道而驰。中方一贯支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依法在华
开展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便利。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撤销有关决定，为中
国驻美外交领事人员开展相关活动提供支持和便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 日说，
将对驻美中国外交官的活动加以限制，内容包括中国驻美资深外交官访问美国大
学及与地方官员会面需经美方批准，中国驻美使领馆在馆舍外举办超过 50 人规
模的文化活动须经美方批准等。（详细全文请参阅新华网的相关链接，新华网的
网址：www.xinhuanet.com）

据来自新华网的新闻——《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该新闻指出，新华社北京 8 月 31 日电 9
月 1 日出版的第 1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文章
强调，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
的思想，引导他们走正路。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
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队伍责任重大。办好思政课，最根本的是要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办
好思政课，就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
文章指出，办好思政课，要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
中来看待，要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对待。我们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培养一
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在大中小学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开设思政课非常必要，
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障。文章指出，讲好思政课
不容易，因为这个课要求高。“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
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
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一，政治要强，要让
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第二，情怀要深，要有家国情怀、传道情怀、仁爱情怀。第
三，思维要新，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新课堂教学。第四，视野
要广，有知识视野、国际视野、历史视野。第五，自律要严，做到课上课下一致、
网上网下一致。第六，人格要正，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赢得学生。文章指出，
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针对性。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要做到以下几个“统一”。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
相统一；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
和实践性相统一；坚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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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文章强调，要加强
党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思政课建设摆上重要议程，在工
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要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
办好思政课、教师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学校党委
要坚持把从严管理和科学治理结合起来，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要带头走进课堂，
带头推动思政课建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师。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同志
要积极到学校去讲思政课。（详细全文请参阅新华网的相关链接，新华网的网址：
www.xinhuanet.com）

9 月 1 日出版的第 17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详细全文请参阅求是网的相关链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8/31/c_1126434482.htm

周四沪深股市主要股指下跌，上证指数失守 3400 整数关口。50ETF 和 300ETF先
涨后跌，震荡收低，认购期权下跌，认沽期权先跌后涨。投资者可继续关注国内
外消息面的变化，特别是中美两国关系的最新动向，留意是否有重大消息会对资
本市场人气带来影响。今年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仍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背景下未来疫情变化仍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据新华网的实时疫情数据，全球累计
确诊病例 25837068，累计死亡 860203，不包含中国累计确诊病例 25751991，累
计死亡 855569。（数据截至：2020-9-3 9:00 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及 WHO
官网）。伴随着疫情的持续，死亡人数变化，保守性的投资思维估计会占上风，
期权市场的避险需求有望增加。投资者如果基于回避股票市场下跌的风险，准备
运用 ETF期权的避险功能，则可以考虑是否运用实值认沽期权进行避险，进行期
权避险交易前提是提前确定该策略面临的最大风险及相应的风险管理举措。

【了解新中国股票期权历史 把握创新发展的新机遇】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在热点动态中发布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市场发展报告（2019）》的 PDF 文件，可供大家
学习了解 2019年上证 50ETF 期权的发展进程。
网址链接：
http://www.sse.com.cn/aboutus/mediacenter/hotandd/c/4990768.pdf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于 2019 年 2 月 1 日在热点动态中发布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期权市场发展报告（2018）》的 PDF 文件，可供大家
学习了解 2018年上证 50ETF 期权的发展进程。
网址链接：
http://www.sse.com.cn/aboutus/mediacenter/hotandd/c/4719511.pdf

针对投资者要了解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系变化及发展历程，更好地认知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期货市场的经验，建议大家可以阅读《发
现价格》一书，该书是证监会前副主席姜洋所著，由中信出版集团于 2018 年 9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8/31/c_11264344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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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版的。海外投资者借助于该书也可以更好理解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PTA
期货等的监管体系的发展演化，更好参与到中国的期货市场中，实现自身的风险
管理或者投资管理的目的。

【期权投资者教育的网络资源分享】

投资者可以更多地学习和了解期权的各项知识，充分利用交易所资源来加深期权
理解。对于期权零基础的投资者，真诚推荐上海证券交易所期权学院中的期权
ABC培训动画，共计二十个动画，单个动画时间在 5分钟之内，生动活泼，简
短高效。

《期权 ABC》网址链接：
在线学习路径：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产品——股票期权——期权学院—
—学习百科——音视频——期权总动员——期权 ABC

如果投资者想开立股票期权账户，要准备参加股票期权投资者知识测试，推荐学
习参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编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期权投资者知识测试辅导读本
（第 3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期权栏目下期权学院的子栏目，还有更多的在线视频培训
内容，可供大家及时学习和了解，以下提供相关路径，供大家参考。
《期权学院》网址链接：
在线学习路径：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产品——股票期权——期权学院
期权学院有丰富音视频教学内容，还有汇编书籍和经典案例，可供大家有选择地
学习。

光大期货网站中也有相关期权投教的视频内容可供大家理解学习期权知识时参
考。“光大期货网站（www.ebfcn.com）——研究资讯——光大研究视频”。

“光大期货”微信公众号中“资讯园地”栏目下的“期权学苑”有关于 50ETF
期权的相关培训课件，可供大家学习了解 50ETF期权相关内容。

如果大家想了解 50ETF期权上市以来的变化历程，也可以到光大期货网站参看
历史 50ETF期权日报和周报。 “光大期货网站（www.ebfcn.com）——研究资
讯——期权”。如果大家更习惯阅读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光大期货期权部”
微信公众号。2019年 12月 23日，两个 300ETF期权也在沪深两市场交易所分别
上市，投资者对此也可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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